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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瓜達拉哈

拉建材五金展

一年一度的墨西

哥瓜達拉哈拉建材

五金展從1989年首屆

辦展至今，已儼然成

為拉丁美洲最具代表

性的國際五金建材展。本展展出面積高達60,000平方米，

在眾多買家中，不乏來自政府機構、五金行業的零售商和

批發商，顯示瓜達拉哈拉展在南美洲的影響力甚鉅。墨西

哥位於北美洲南部，是美洲大陸南北往來必經之地，故有

「陸上橋樑」之稱。墨西哥是拉丁美洲經濟大國、世界最

開放的經濟體、中南美洲的中心市場，通過墨西哥，可以

將商品低關稅甚至零關稅出口至美國和拉美國家，因此，

瓜達拉哈拉展得以成功舉辦26屆，展商數、展覽面積、參

觀訪客皆年年成長。本次展覽扣件區絕大多數觀展者對台

灣與中國展商表現出高度興趣，許多供應商與製造商詢問

度、商機皆炙手可熱。整體來看，此展主打五金工具、五金

製品、機械五金、衛浴用品、園藝產品、照明器材…等，其

中又以手工具、五金經銷為大熱門!

08/12-15 肯亞國際建築材料、技術暨機械展

2016年肯亞國際建築材料、技術暨機械展「Project Ke-
nya」完全顯現其在非洲相關產業替來自世界各地訪客買家

和展商尋找商機的領導地位。本屆展會在肯亞首都奈洛比的

肯亞國際會議中心盛大開幕，吸引眾多有興趣供應自家產品

及服務到肯亞市場和尋找更多機會延伸拓展銷售至鄰近東南

非洲共同市場（COMESA）會員國的展商和買家前來共襄盛

舉。為期四天的展會參加廠商主要來自建築材料、工業及保全

設備、電力及照明、能源及動力產業。來訪買家大多是市場開

發商、貿易及經銷商、建築專業人士、包商、政府官員、土木

機械及電子工程師、次級

承包商等。」目前肯亞當

地有許多計劃案（例如：

機場興建、鐵道鋪設、發

電廠建置）正在進行或

規劃中，所以肯亞市場對

相關扣件、建築材料和緊

固產品持續存在著龐大

需求。肯亞對全世界來說

雖是全新的區域，但也是

充滿開發潛力的大市場。

06/01-02 墨西哥墨西哥市螺絲展

兩年一度的墨西哥螺絲展在墨西哥市世界貿易中心

盛大舉辦，吸引來自墨國當地、美國、加拿大、土耳其、

巴西、台灣、德國、泰國、西班牙、馬來西亞、印度和中

國等約100多家國際展商出席搶商機。延續前一年成功的

展後效益以及墨西哥近幾年潛在的龐大市場需求，去年

的展出面積大幅增加23%，展出項目包括工業用扣件和緊

固元件、建築緊固元件、組裝及安裝系統、扣件製造技術、儲

藏／批發／工廠設備、扣件相關資訊及服務。由於墨國是拉丁美洲經濟最為開放

的市場，近幾年製造業蓬勃發展，吸引許多外資進駐設廠，且也是北美南美之間往來

的重要門戶，2016年同樣吸引許多墨國當地製造業（尤其是汽車生產、汽車零組件和家電

生產）的買家前往展會進行洽詢採購，另外也有許多來自巴拿馬、巴西、哥倫比亞甚或美

加地區的買家不遠千里特地到展會上找尋合作機會。

06/23-25 上海緊固件暨汽車專業展

本屆展會在上海浦東世博展覽館盛大舉辦，啟用上海世博館一、二號館，一館

主要為機械設備、線材、模具及耗品，二館則為緊固件成品館，展館總面積達到4. 2
萬平方公尺，展商及攤位更高達750家之多。匯達此次再度帶領安拓、義國、竟丞、陽

屹、凱馴、中國汽動、廣逸、宗基、億萬年、鑫晉嘉、高源、雄宇、益壯、鋒泉等十多

間台灣扣件英雄好漢開疆闢土，齊心協力推廣「Made In Taiwan」的優秀產品，在國

際級展覽擦亮MIT的金字扣件招牌！參展廠商以製造商為主，貿易商、經銷商居次，

主要參觀者則以在地廠商、經銷商為主，國外訪客以美國、中東、土耳其、義大利、印

度、日本、香港等買主共襄盛舉，重點採購螺栓、螺母、螺釘、墊圈、電動工具、工業

緊固件、鉚釘、設備、工模具、原材料、表面處理等產品。

2016下半年滙達參展實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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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6-29 中國國際線纜及線材展覽會

第七屆中國國際線纜及線材展覽會（Wire China）在上海新國際博

覽中心盛大展開。本屆展會實為緊固件、線材業者搭建一個展示新產品、

交流新技術、拓展新業務的橋樑。2016年惠達也不缺席，率領台灣眾家精

銳廠商，一同拓展海外市場，增加MIT產品的曝光率。係兩年展出一次，

歷年來皆能吸引來自各領域專業人士齊聚一堂，共同探討產業最新發展

與應用。2016年主要展出線材生產與精製機械、成纜機、絞線機、緊固件

和彈簧製造及精加工機械、加工設備、測控技術等產品。展示面積超過

97,000平方米，逾1,650家品牌展示最新產品技術，吸引來自80多國及地

區42,199名專業觀眾。本屆採購主要來自汽車，建築，軌道交通，機械，摩

托車，電子電器，五金，儀器儀錶，石油化工，專業貿易，航太航空，軍工，風電，測控相關，船舶製造等行業。海外採購商主要來

自英國、挪威、印尼、越南、韓國、巴基斯坦、墨西哥、印度、伊朗、阿聯酋、臺灣、加拿大、迦納、澳大利亞、泰國、拉脫維亞、

土耳其、德國、馬來西亞、西班牙、日本等國家和地區。

10/03-05 中東阿布達比五金展

根據市場調查顯示，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相關建築和開發產業產值估計於2016年達541
億美元，更別提在杜拜、阿布達比、科威特、卡達等區域正如火如荼進行的鐵道或機場建

設。有鑒於此，匯達參展人員再次遠征中東地區，參加阿布達比五金展，開拓此區扣件視

野，除當地展商外，亦有來自德國、波蘭、加拿大等外商，齊聚一堂共創商機! 此展是阿布

達比首屆和唯一針對五金工具產業所舉辦的專業展會，於ADNEC展覽館二館登場。此展

是相關廠商向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和週邊市場展示最新產品和創新技術的平台，訪客主要

來自阿聯和GCC國家如阿曼、科威特、沙烏地阿拉伯、卡達、巴林等，訪客都是這些新興

市場的專業相關人士，其中大多為進口貿易商的執行長、銷售代表和主管級人物。知名手

工具大廠，DEWALT、Bosch、Stanley Black & Decker、Metabo、Wera等皆共襄盛舉。

10/05-07 日本大阪機械要素技術展

日本西部最大規模的製造業貿易展覽會─第19屆「大

阪機械要素技術展」在大阪國際展覽中心(INTEX Osa-
ka)順利展出。該展以展出金屬加工技術、螺絲、彈簧、軸

承、管件、CAD/CAM/CAE、3D印表機和供應鏈管理解

決方案等聞名市場，備受全球領先製造商及採購主的青

睞。展場匯聚了來自日本、韓國、台灣、中國等以亞洲為主

的螺絲扣件、汽車零配件、加工機械車床等等扣件與機械

商。現場也不乏看見參展商陳列各式最新扣件締結方案、

搭載最新科技的扣件產品以及加工機械。 此次匯達雜誌

代理的三家台灣參展商：瑞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紹光實

業股份有限公司、展揚精密有限公司，在會場中大放異

彩，為台灣扣件產業向日本進軍爭取曝光。現場買主多以

日韓採購商和製造商為主，其他包含香港、新加坡、以色

列等全球買家。此外，部分來訪的買主亦希望透過本雜誌

尋求並接洽高品質扣件和墊片的台灣供應商。

10/12-14 台灣五金展

第16屆台灣五金展是亞

洲五金採買重點展會，長

期以來帶領五金手

工具業者立足台

灣放眼全球，為

業者不可錯失

的重點國際專

業展。2 016年
展會再度於台灣

五金重鎮台中舉

辦，將台灣五金上中

下游產業鏈彈性生產製程與精銳研發能

力，完整呈現在此國際產業交流平台！參觀者包

括來自日本、韓國、美國、澳大利亞、印度、德國、新加坡、等多

個國家買主。延續去年展會佳績，本屆展出規模再創歷史新高，

廠商續展率高達七成。本屆規劃八大專區：工具暨配件、鎖類、緊

固件暨扣件類、建材五金、園藝暨戶外休閒用品、汽車修護用品

暨車用配件、五金機械暨廠房設備、安全防護。此外，展會現場

另有安排「產業論壇」、「新品發表」等活動，分享交流產業新訊

及技術。台中市長林佳龍亦蒞臨開幕大典，嘉勉此展對台灣五金

業界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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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9-22 韓國金屬週

韓國國際金屬週起

源於1989年，係為韓國

老牌金屬展，本次展覽

於首爾Kintex展覽館盛

大舉辦，為期四天的展

覽，共吸引了來自韓國、

中國、德國、美國、瑞

士、意大利、加拿大、印度、台灣等近30個國家、400餘家世界著名廠

商參展，逾30,000名專業買主入場共襄盛舉。此展主要目的在引進

新技術設備來滿足韓國機械市場的龐大需求。本次展覽共分為10種
主題：扣件和線材、模具鑄造、汽車和機械部件、壓製及鍛造、粗細

管材、金屬表面處理及上漆、3D列印技術、原料加工及複合物、鋁

件、雷射及板金加工。韓國緊固件生產企業大約有700多家，從業人

員1.36萬人。過去幾年，韓國在汽車、造船及其它重工業的發展表現

都相當令人驚艷，近年對扣件產品的拓展也不容小覷。韓國金屬週

是目前南韓規模最大的工業展會，不僅提供韓國當地扣件和工業零

配件廠商向全球展示先進和創新技術的機會。另一方面，本展更可

替欲前進韓國市場的國外廠商開啟一道大門，商機無窮。

10/14-16 溫州國際緊固件彈簧及設備展

2016年於溫州國際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的溫州國際緊固件彈簧及設備展，係為浙江省

規模最大的展會，由於緊固件是溫州傳統支柱產業，擁有緊固件及其上下游相關企業千餘

家，經過四十多年的發展，緊固件產業已經占全市經濟總量的20%以上，產品種類達14000
多種，年產值80多億元，是目前中國最大的三大生產基地之一。本次大會設立五個聯合展

館，展出數控機床、激光工業、機器人、彈簧、緊固件、工模具、表面處理等多樣化產品，部

分廠商現場展示機具操作，成功吸引人潮匯聚。

10/21-23 中國國際五金展

第16屆中國國際五金展(以下簡稱CIHS)在上

海虹橋國家會展中心盛大展出。CIHS身為亞洲第一

大，全球第二大的國際專業五金展，是目前全球最

具指標的五金展會之一，2015年3天展期間共吸引來

自全球93個國家，近50,000名專業買主參觀採購，是

與全球客戶直接往來的最佳平台，更是開拓國際商

機以及進入中國市場的不二選擇。本次(2016)展覽

和中國廚房博覽會一同舉辦，並首次與印度工程出

口促進會(EEPC)合作，引入印度EEPC展團；同時，

配合展會國際化的特點，主辦單位亦展開一系列現

場活動：印度進出口高峰論壇、中國磨具磨料出口

貿易論壇、海外

買主接洽活動…

等，滿足貿易商、

供 應商之間交

流、相互學習的

需求。

10/26-27 美國拉斯維加斯螺絲暨機械設備展

2016北美最大的美國拉斯維加斯螺絲暨機械設備展2016年再次於賭城山德斯展覽會

議中心盛大展開。此展不僅是美國扣件業一年一度的產業盛會，也是全球相關產業製造

商、批發商、經銷商、貿易商、公協會巨頭和專業人士心目中全球前三大扣件展會之一，

更是許多廠商每年必訪名單。做為北美地區最大最專業的工業扣件及相關工具及機械

設備B2B交流平台，本屆總參展家數餘750家，除了美國當地優秀廠商踴躍參與外，更

吸引來自台灣、韓國、日本和中國等國家廠商組團參展搶進美國市場。由匯達展覽代

理的台灣參展暨參訪團更將近100家，充分顯現台灣廠商在扣件製造和相關服務的領

先實力。訪客買家主要以北美地區的製造商、貿易商和批發商為主，在為期1天半的展

期中與展商洽談合作和採購機會。藉由此展會除了可深化扣件廠商彼此間技術和產業

情報的交流外，對美國當地重要扣件採購買家來說，也是了解台灣廠商以及其他國家展

商最新產品及服務最迅速及最有效率的管道。

11/01-03 中國廣州緊固件專業展

為期三天的廣州緊固件專業展，2016年11月1~3號於廣州保利世貿博覽館

成功舉辦，共計約有400餘家參廠商(700個攤位)參展，實為中國華南地區最大

的緊固件展。此次由匯達領軍前往拓展市場之台灣精銳，包括高源、宗基、鋒

泉、金萬盈等四間廠商。中國部分也有東莞精湛、淞威、寧波安拓等多間優質

扣件廠商共襄盛舉。據匯達參展人員表示，由於廣州展佔地利之便，吸引不少

該區域甚至珠三角一帶的買家前往洽詢採購，大約七八成來自當地工廠和採

購進出口商，本次展覽展出項目以扣件、沖壓件、車床件、模具、耗品、機械設

備為主，從中國近年振興零部件產業政策的角度來看，廣州緊固件專業展儼然

為扣件產業專業人士了解和採購新產品的重要管道，商機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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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1-02/14 土耳其國際金屬加工暨機械零件展

03/01-03/03 廣州國際工業自動化技術及裝備展

03/23-03/25 土耳其國際五金暨手工具展

03/28-03/30 ★德國司徒加特螺絲展

03/29-04-01 印尼國際緊固件五金展

04/12-04/14 日本名古屋機械要素技術展(螺絲區)

04/20-04/22 印度鋼鐵展

04/26-04/28 越南國際工業製造技術設備展

04/28-04/29 ★印度孟買螺絲展

05/03-05/05 ★澳洲雪梨國際建材五金展

05/17-05/20 泰國國際工業零組件展

06/05-06/07 美國芝加哥螺絲展

06/20-06/21 ★墨西哥墨西哥市螺絲展

06/22-06/24 ★中國上海緊固件暨汽車緊固件專業展

09/07-09/09 墨西哥瓜達拉哈拉建材五金展

09/19-09/20 ★新加坡緊固件暨手工具五金展

10/04-10/06 日本大阪機械要素技術展(螺絲區)

10/12-10/14 越南工具機展

10/18-10/19 ★美國拉斯維加斯暨機械設備展

10/21-10/23 中國上海國際五金展

10/24-10/27 韓國金屬週(螺絲區)

10/26-10/28 蘇州緊固件展

11/28-11-30 波蘭克拉科夫螺絲展

( 持 續 增展 中，星號為 匯 達代 理 展，詳 情 請 洽業務 部

sales@fastener-world.com.tw)

11/08-11 莫斯科國際五金工具展

俄羅斯莫

斯科國際五金

工具展自 1998 
年開始舉辦至

今，儼然已成為

當地最具規模

的專業五金工

具展，也是歐

洲最富影響力

的五金博覽會

之一。俄羅斯是

獨立國協乃至

東、西歐的一個重要的商業中心，近年來，俄國政府基礎

建設投資加大，建築設備、五金工具的需求量年年成長。

本次展覽自11月8至11日，於俄羅斯莫斯科國際展覽中心

盛大舉辦，主要展出品項為電氣動工具、手工具、汽車保

養維修工具、檢測設備、緊固件與其包裝/倉庫設備、小五

金制品…等。據匯達參展人員表示，俄羅斯在國防軍工

等重工業和能源工業雖擁有雄厚基礎，但五金工具、技

術卻稍嫌不足，需大量依賴進口，對台灣相關業者而言，

實為極具潛力的市場。

11/30-12/03 越南國際五金及手動工具展

為期3天的越南國際五金及手動工具展覽會也於胡

志明市順利展出，為2016年的眾多螺絲展劃下完美的句

點。展覽首日，風和日麗的天氣更增添大會開幕典禮之

色彩，本次展覽由於是越南首次舉行專業五金和手動工

具國際展，展出項目琳瑯滿目，共分為工具類(手動/氣動

/電動、模具、園藝工具)、建築五金和DIY(裝飾/傢俱/門
窗五金、塗料)、緊固件、安防產品等項目。根據匯達參

展人員表示，此次觀展買主大多以當地廠商居多，但大

多是來尋找建築、木工、傢俱、食品機械為主； 在此次展

覽會上，主辦方將舉行各專業研討會、產品介紹活動及

對接會，共計吸引來自義大利、日本、新加坡、中國、德

國、韓國、美國、台灣等國家前來參展，現場亦有Bosch、
Makita等知名企業共襄盛舉，本次展覽規模預計有200
餘家企業，展出面積達4, 500平方公尺，開創專業人士、

生產製造商、採購商、當地買主交流與合作之良好契機!

滙達2017參展計畫表 


